
捐赠日期 捐赠人 捐赠项目 捐赠方式 捐赠金额

2016/2/16 鲍紫露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支付宝           365.00 

2016/2/5 李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支付宝           365.00 

2016/2/5 马庆梅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支付宝           365.00 

2016/2/15 孙蕾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支付宝           365.00 

2016/2/10 孙五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支付宝           365.00 

2016/2/15 袁贞侬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支付宝           365.00 

2016/2/15 张茂州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支付宝           365.00 

2016/2/9 张维薇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支付宝           365.00 

2016/2/3 鲍小丽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8 蔡绿露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7 蔡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蔡泽宏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曹晓云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4 曹一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曾吉强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常少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陈海波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陈海军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陈欢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1/31 陈克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1 陈威一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2 陈伟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陈羽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程倩媚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程文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崔永先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崔志强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4 代乐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0 丁漪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6 董晓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

2016/1/31 范世涛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范雯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范宜霖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7 方蕾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方永刚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7 方友旭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冯都乐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5 冯建波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1/31 冯业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冯晔列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1/31 傅敏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高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高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6 高丽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龚海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4 顾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管珠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1/31 郭庆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4 韩馥桧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韩申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何立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1/31 何玉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侯洪萍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7 侯会团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胡莉萍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8 胡苗勇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5 胡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8 胡烨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黄颖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6 黄玉玲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1/31 黄震宇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6 黄智慧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

2016/2/8 江璐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5 江婷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1 江心悦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7 解皓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金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8 景军琴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劳仕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冷一民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2 李博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李丁来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1 李冬欣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2 李冬欣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6 李建东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5 李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李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李睿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李若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8 李思仪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8 李小南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6 梁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梁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8 廖婵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廖建勇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8 林岭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林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林怡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5 林永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8 林周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1/31 刘超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刘东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刘建超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刘建超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

2016/1/31 刘江政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刘宁霓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刘思忆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刘涛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3 刘晓君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1/31 刘雅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0 刘永莲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1/31 刘媛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5 刘曌娣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9 刘志楠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7 龙艺红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栾朋瑜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6 罗思恩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马宝雷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马惠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0 马世雪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5 马雨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麦修智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0 满佳雯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孟亮亮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0 孟璐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莫金沅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5 莫新壮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4 潘娜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7 潘思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8 庞荣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彭效冲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戚瑞莲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钱建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6 秦兴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0 邱尚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曲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

2016/2/1 沈泮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6 沈萍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5 石磊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0 时晶晶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3 宋樱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苏琪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苏艺滔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8 孙晗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5 孙婧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孙磊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汤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唐凌梅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5 唐萍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9 唐瑞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5 万晓晗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7 万晓晗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0 汪炜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1 王春丽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0 王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6 王风英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王冠斌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王广阔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0 王嘉敏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5 王健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5 王婕婷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6 王开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6 王品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王清霞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王田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7 王婷婷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0 王婷婷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2 王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

2016/2/3 王颖昭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1/31 王志宏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4 文鹏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6 闻镕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6 吴芳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吴佳颖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5 吴璞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吴潇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1 吴兴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5 武静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6 肖玉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8 肖子玲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徐东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6 徐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5 徐华丽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徐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徐麒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7 徐若尘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6 徐瑛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许玫梅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4 许秋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1/31 许肖肖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薛睿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闫旭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6 闫叙霏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1/31 闫志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2 颜纶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杨宏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杨欢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7 杨娇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8 杨克菲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5 杨讼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

2016/2/8 杨伟聪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3 杨文革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杨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9 杨云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5 叶春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叶晓鸿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叶泽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易安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6 游红亮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余奕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岳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7 臧树志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翟泳升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6 詹攀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张蓓蓓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5 张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5 张福顺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张改强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张衡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张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1/31 张景川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5 张丽倩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张灵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张明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张南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5 张青文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张庆波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6 张维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张依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赵广鑫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赵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赵敬东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

2016/2/2 赵奚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1 赵艺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5 赵哲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5 郑敏思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周虎臣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 周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 周丽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5 周润侠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朱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6 朱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3 朱文学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4 朱晓东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9 朱亚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5 朱岩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6 朱颖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7 朱永利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1/31 王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1.00 

2016/2/1 郭导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60.00 

2016/2/12 胡瑶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60.00 

2016/2/6 刘佳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60.00 

2016/2/14 文晓园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60.00 

2016/1/31 周赛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60.00 

2016/2/2 赵玉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61.00 

2016/2/2 廖庆升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66.00 

2016/2/14 王婷婷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66.00 

2016/1/31 严沛林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66.00 

2016/2/8 王运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66.66 

2016/2/2 罗欣桐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68.00 

2016/2/3 侯勇男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69.00 

2016/2/1 赵清韬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70.00 

2016/2/1 闫兆毅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75.00 

2016/2/7 蓝国庆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77.70 



2016/2/5 范铃林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80.00 

2016/2/1 黄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80.00 

2016/2/3 黄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80.00 

2016/2/7 陈达国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88.00 

2016/2/4 杨军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91.00 

2016/2/8 任倩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99.00 

2016/2/3 庞玥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99.50 

2016/2/16 曾慧玲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7 陈珏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陈俊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陈凌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5 陈晓东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3 单兵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董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6 董小俊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杜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7 杜旭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范丽卿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 范子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5 高崇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高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龚昱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1/31 顾晓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 郭菲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1/31 侯莉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侯学狄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6 胡菲菲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1/31 贾华鹏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蒋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6 蒋天泽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赖星宇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李冬欣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3 李洪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李佳晨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3 李佳育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7 李建群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1/31 李乐彬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李檬檬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李平川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李小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3 李亚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李嫣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李芋婷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 林露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林鹏飞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林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刘畅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3 刘朝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4 刘继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 刘科强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刘婷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6 刘宇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吕萍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5 马庆梅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7 孟哲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3 聂凌云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潘玉茗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3 彭丽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3 钱铮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3 邱昆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曲志国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1/31 史良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宋苏舒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苏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6 孙昱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田韵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1/31 王彬彬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王斌武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7 王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3 王浩滢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王红雨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王嘉敏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王嘉祺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王锦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王丽涵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王善刚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5 王小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王新梅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3 王中山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翁猛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吴凡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7 吴京科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3 吴璞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吴志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3 熊高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 徐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1/31 徐嘉琪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6 徐建东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6 徐文可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许秋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5 许永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 许志勇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7 严林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7 杨海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杨瑛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5 于小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12 于铮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袁洵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4 张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4 张丽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6 张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张蔚青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张晓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3 张玉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章璐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5 章舒怡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4 赵志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5 郑海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郑加朕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1/31 郑敏思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周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7 周雪芬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邹建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邬松耀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19.00 

2016/2/6 李睿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50.00 

2016/1/31 罗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50.00 

2016/2/3 周梦筱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80.00 

2016/2/8 程广梅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9 高燕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4 金晓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8 李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8 李荣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4 李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8 卢晓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5 沈晓谦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6 施一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3 石颖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5 孙蕾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

2016/2/1 万婷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6 王天青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3 吴娇琦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7 吴锐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0 吴燕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5 张路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5 蔡书腾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1 卢晓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6 马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1 宋鑫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4 孙显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3 陶敏敏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10 袁良永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7 张茂州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2 张永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1/31 张元乐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2 赵立宏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7 施帛言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400.00 

2016/2/11 王新梅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400.00 

2016/2/4 邢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400.00 

2016/2/2 毕钊成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450.00 

2016/2/11 高云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1/31 郭放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4 郎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3 刘铁成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7 吕腾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5 彭允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2 杨国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2 李幸兴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1/31 李珍珠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5 刘铁成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6 徐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1,000.00 



2016/1/31 徐雯英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14 张连红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5 张炜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7 吴娇琦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2,200.00 

2016/2/13 杨雨澄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3,000.00 

2016/2/16 爱心网友（众人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29,839.74 

2016/2/16 赵玲玲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 60.00 

2016/2/8 蔡炎吾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陈雪琴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5 李春梅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5 马庆梅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7 司徒哲夫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3 孙威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吴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4 黄颖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150.00 

2016/2/10 孙五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 张丽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7 彭金娇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12 彭金娇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16 爱心网友（众人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42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蔡玲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蔡启全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蔡如惠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陈小春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陈小春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陈小春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陈小春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陈小春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陈小春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陈小春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陈小春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16 陈小春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陈小春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崔珊珊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邓昌进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杜皓蕾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段威宇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方莉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高建玲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高剑华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郭京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郝发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何张闽康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贺景松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胡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黄宝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黄宝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黄宝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黄宝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黄宝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黄宝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黄宝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黄宝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黄宝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黄宝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黄宝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黄辉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黄萍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黄渃珺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贾红宇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江军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雷健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李青青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12 李秋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李馨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李紫薇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林璠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林曼婷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林燕卿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刘力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刘民勇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刘妍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刘永吉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柳康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柳康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柳康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柳康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柳康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陆源扬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吕俊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申晨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施洁予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史建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孙建彬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孙勇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汪玉英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7 王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王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王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王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王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王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王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王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王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12 王璐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王璐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王忆人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王志杰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魏欢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魏欢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魏健堂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文娅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吴劲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吴静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吴璐璐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严梅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杨静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杨炜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杨炜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杨小晖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杨小连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叶旭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喻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岳惠萍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詹学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詹学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詹学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詹学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詹学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詹学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张行健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赵峰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赵丽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赵若彤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郑蕾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郑硕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13 郑延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周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朱丹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朱姣燕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王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8.88 

2016/2/12 党媛媛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11.00 

2016/2/12 何腊辉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11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11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11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11.00 

2016/2/12 于西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11.00 

2016/2/10 黎春妮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48.00 

2016/2/8 王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68.00 

2016/2/15 崔珊珊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2 陆源扬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3 沈鹭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6 文辉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2 吴志勇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9 谢思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5 余和谦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12 刘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2 刘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

2016/2/13 刘德亭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1,111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（众人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32,418.45 

2016/2/9 YEOHHWAIPENG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曹志刚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曾国莲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车建康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陈小春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程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程苓峰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董焱珠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杜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10 段国梁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甘华军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甘华军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何钢峰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何小珊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贺腊梅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贺英华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黄宝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黄宝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黄宝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3 黎明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李郴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李冬雪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李珉辉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李珉辉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李珉辉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李尚菊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李尚菊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李尚菊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李尚菊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李尚菊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李尚菊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李尚菊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李尚菊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李尚菊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李尚菊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李天泉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李跃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刘怀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刘礼祥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刘礼祥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刘怡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11 刘雍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刘永吉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刘永吉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柳康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柳康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柳康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卢晓岚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罗兰芬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3 吕程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吕程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倪燕飞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4 彭青峰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任香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荣先兰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师艳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石常周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石龙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史建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史建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史建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史建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史建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宋新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孙金秀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陶佳梅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1/3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1/3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1/3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7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涂志剑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王纯正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王纯正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王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王红英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王红英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王红英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王瑾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王瑾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王瑾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王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王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王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王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10 王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王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王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王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王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王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王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王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王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王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王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王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王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王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王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王锐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王晓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王绽蕾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王绽蕾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魏欢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魏欢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魏欢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魏欢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魏欢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魏倩倩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邬丹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吴开拓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吴泉佑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吴泉佑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吴泉佑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吴泉佑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吴泉佑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8 武维贤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夏明滔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向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向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向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1/31 杨瑞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杨朔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杨小连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杨小连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5 杨小连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5 叶丽君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叶素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叶旭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易孝诚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詹学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张本康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张杰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张利萍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 张美珍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张荣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6 张荣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张涛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张永虎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1 张永虎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张永虎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张永虎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张永虎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张永虎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张永虎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3 张永虎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张永虎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4 张永虎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14 张永虎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张昱程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9 赵茹燕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郑硕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郑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2 周绍锋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1/31 邹浩云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0 王绽蕾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10.00 

2016/2/6 黄海峤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2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36.00 

2016/2/2 孙玉堃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50.00 

2016/2/1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5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50.39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65.28 

2016/2/6 温兆翔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76.00 

2016/2/13 刘飞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99.00 

2016/2/8 范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 洪巧丝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9 罗传友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1/3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7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19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88.00 

2016/1/31 曾松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1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300.00 



2016/1/31 袁航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13 王选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347.5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400.00 

2016/2/8 白凤苹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3 陈道远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9 高姗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8 林桂玲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1/3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1/3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2,000.00 

2016/2/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2,000.00 

2016/2/1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2,000.00 

2016/2/16 腾讯爱心网友（众人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31,342.55 

2015/11/27 网易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网易宝             1.00 

2015/12/1 网易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网易宝             0.70 

2015/12/8 网易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网易宝            10.00 

2015/12/10 网易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网易宝             0.79 

2015/12/13 网易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网易宝             5.00 

2015/12/14 网易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网易宝            10.00 

2015/12/19 网易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网易宝             1.68 

2015/12/23 网易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网易宝             1.00 

2015/12/25 网易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网易宝             0.30 



2015/12/28 网易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网易宝             0.99 

2016/1/1 网易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网易宝             2.00 

2016/1/18 网易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网易宝             0.12 

2016/1/19 网易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网易宝             1.00 

2016/1/19 网易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网易宝            10.00 

2016/2/1
贵州华电遵义发电有限

公司工会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银行汇款
（紫竹）

       20,000.00 

2016/2/1 肖修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银行汇款
（紫竹）

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 齐海燕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银行汇款
（紫竹）

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5 赵军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银行汇款
（紫竹）

        2,000.00 

2016/2/5 沈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银行汇款
（紫竹）

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5 吴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银行汇款
（紫竹）

        2,000.00 

2016/2/6 陈超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银行汇款
（紫竹）

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6 陈海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银行汇款
（紫竹）

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11 何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银行汇款
（紫竹）

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8 卢正英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银行汇款
（紫竹）

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1 郭于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银行汇款
（紫竹）

        1,978.00 

2016/2/23 淘宝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银行汇款
（紫竹）

       13,964.58 

2016/2/25
上海亿保健康管理有限

公司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银行汇款
（紫竹）

        7,947.84 

2016/2/26 李志红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银行汇款
（紫竹）

        6,000.00 

2016/2/27 张锦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银行汇款
（紫竹）

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17 陈兴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支付宝           365.00 

2016/2/25 阙瑛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支付宝           365.00 

2016/2/24 曾国亮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陈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8 陈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陈健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7 陈璐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6 陈梦雄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4 陈闪闪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9 陈亚运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1 陈永强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0 崔永先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

2016/2/24 董剑青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9 范正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0 高健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1 郭加富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7 韩时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9 郝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洪丽琴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5 胡雁聪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2 胡泽萌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华李斌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简拿阿曲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江丹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蒋卫斌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7 鞠可欣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李靖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李凯煌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0 李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梁琛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8 林永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林宇坤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7 刘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刘锡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4 龙丽娜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7 龙启腾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4 卢良萍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7 彭允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0 亓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2 盛霞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施亦武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苏周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6 谭婕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2 汤杭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

2016/2/23 汤晓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7 唐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陶旭臣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6 滕迎春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汪美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5 王嘉敏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7 王琦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5 王笑瑜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1 王宇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7 吴凡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2 夏艳雯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5 宿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5 许惠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7 杨茜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5 杨潇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杨益溢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8 于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8 于祚维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张朝海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张帆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2 张欣荣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4 赵晓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7 郑伟年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17 左皓文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8 陈海燕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0.50 

2016/2/21 陈慧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58.41 

2016/2/20 袁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60.00 

2016/2/22 张茂州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60.00 

2016/2/27 江心悦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66.00 

2016/2/20 陆新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77.00 

2016/2/21 郝静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 80.00 

2016/2/21 白巍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25 曾振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5 陈凯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6 陈凯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陈凌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8 陈天慧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陈兴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6 杜晓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8 郭乃彤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黎健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7 李俊超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7 罗叶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1 马吉骏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8 裴文峥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5 阙瑛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1 沈建琴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3 覃欣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吴贻强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1 伍怡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9 向华丽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5 袁冰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袁丽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张超博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2 张弛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1 张丹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9 张杰英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6 张燕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5 赵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5 诸葛皓岚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8 祝兵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许秋明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26.00 

2016/2/28 张茂州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50.00 

2016/2/19 刘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186.00 



2016/2/22 贺春禄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2 姜美乾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2 李响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5 阙瑛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1 尚易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4 陶静燕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0 王娟娟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9 王平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2 王雯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9 李玉洁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23 梁毅霏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20 宋鑫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7 孙蕾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7 李兴建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28 梁春晓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22 魏永水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 2,000.00 

2016/2/28 爱心网友（众人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支付宝        15,669.21 

2016/2/20 xiaoqun9@gmail.com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2 贺春禄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5 阙瑛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于晓汀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6 赵一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8 爱心网友（众人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制氧

机捐赠
支付宝           330.00 

2016/2/17 杜恒煜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3 霍斌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李翠兰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3 林英权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刘丹红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苏炜英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17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9 王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2 王娟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温秋兰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吴灵芝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谢旗玮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谢媛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郁玲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张钧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17 朱美宜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7 施元标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7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7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7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17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17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2,000.00 

2016/2/28 腾讯爱心网友（众人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家庭

子女助学
财付通         7,503.73 

2016/2/25 陈惠敏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5 陈亦白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9 陈玉珍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6 韩丽梅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胡晶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3 胡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劳建平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9 李寒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3 吕胜男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9 庞元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盛莹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盛莹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隋玉静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1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4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5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8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

2016/2/20 王蜀君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王晓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4 卫智静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17 徐美晴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150.00 

2016/2/27 陈雪霞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0 林文洁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3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1 王树森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2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2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28 袁航 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1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19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  500.00 

2016/2/20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22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2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26 腾讯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1,000.00 

2016/2/28 腾讯爱心网友（众人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财付通         8,417.57 

2016/2/2 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微信公众号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4 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微信公众号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4 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微信公众号            50.00 

2016/2/24 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微信公众号            60.00 



2016/1/31 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微信公众号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8 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微信公众号           100.00 

2016/2/4 爱心网友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微信公众号           300.00 

2016/2/24 爱心网友（众人）
大爱清尘·尘肺农民入户

寻访与救治
微信公众号           700.25 


